
与前一周相比，上周河南政法微信公众号
文章整体数据回落，阅读量达 10 万+的文章仅
有一篇，仍与“限行”有关，是“南阳交警”（ID:
nyjjwx）发布的《【权威·发布】南阳城区机动车
限行延期了！请速来看这几点新变化！》。在
全省范围内，南阳的“限行”措施发布较晚，吸
取了其他城市“限行”规则的合理之处，采用每
日限制两个车牌号的方法，尽可能兼顾环境保
护和市民出行，规则更加详细、易懂，可执行性
较高。

“平安长垣”（ID:cygongan）发布的《悬赏通
告》中贴出了当地近日发生的一起盗窃案现场
的监控录像，号召大家提供线索，承诺“凡提供
重要线索或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将给予人
民币 2000 元奖励，并对提供线索者绝对保密”，
该文阅读量突破 5 万。

“平安洛阳”（ID:pinganluoyang）发布的《孟
津“2017·12·9”命案成功告破》记录了当地“12·
9”命案的破案经过，既富有故事性，又让读者
了解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进入热文榜前三名。

其他热度较高的文章也多与公众号专业
性相关，如“河南消防”（ID:hnxfzd119）的《5 死
8 伤！电动车又起火！家里有电动车的市民
一定要看！》、“郑州交警公众服务”（ID:zzjj⁃
zd）的《【微服务】新能源号牌——你关心的问
题都在这里》等。“河南高速公安”（ID:hngsga）
发布的《河南大范围雨雪真的要来了！高速交
警提示：不接地温的桥梁路面，冰雪“薄膜”最
危险！》一文，结合当下最新天气变化，作出出
行提示，及时、实用，切合自身读者群体需求，
自然获得不少关注。

可见，政务类微信公众号有着两大无可取
代的优势——权威性和专业性。它们发布的与
自身领域相关的文章，具有极高的公信力，被读
者争相转发，形成持续热度。

让这些公众号脱颖而出

河南法制报网络评论员队伍招募

上周，河南法制报官方
微 信 变 得 萌 萌 哒 ，以“12·
12”为 契 机 ，喊 出“ 要 爱 要
爱”的口号，征集属于自己
的网络评论员队伍。

征集令发出后，令人感
动的是，有一大批河南法制
报的忠实粉丝，不仅留言称

“一直爱着河南法制报”，还
积极报名，参加征集。

权威性信息
河南法制报为什么要征集

网络评论员呢？
作为河南省委政法委的机

关报，河南法制报一直围绕政
法中心工作，讲好政法干警故
事，服务群众学法守法，河南法
制报的官方微信也同样如此。
组建来自社会各界的网络评论
员队伍后，河南法制报官方微
信将更好地发挥舆论导向的职
能，更加积极地和网友互动，倾
听来自社会各界的声音。

而对于即将建立的河南法
制报网络评论员队伍，河南法
制报将给予免费培训、定期采
风等福利。

筹建网络评论员队伍，对河
南法制报官方微信和网络评论
员来说，是一件双赢的事情。期
待河南法制报网络评论员队伍
早日建成，并早日发挥优势！

想报名加入网络评论员队
伍，请扫码。

□记者 张可

□记者 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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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于2017年9月1日刊登
的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被告“河
南凯普达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
公司、郑州神通铝业有限公司、
齐宗建、贾会平、齐宗英、河南
驷海进口有限公司、河南省三
力炭素有限公司、河南双信炭
黑有限公司、侯皓龙、赵合明”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六案，案号分别
为 2017 豫 0105 民初 9091、
9090、9092、9093、9088、9089
号，现更正为：2017 豫 0105
民调9091、9090、9092、9093、
9088、9089号。特此更正！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更正公告

减资公告

●信阳市源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西华县滩上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淼源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鼓楼区顺景发商贸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濮阳县铭锐自动化清洁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安阳市宝安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同意解散该公司，
清算组发布公告，望所有债权人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报
债权.。联系人：侯长13937262269
●临颍县恒信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宜阳县永发蜗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410327NA00015
5X）经成员大会研究决定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安阳国行分部投资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自公告见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安阳市飞海电源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410592100006681）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李俊平、朱国庆组成，清算组负
责人：李俊平，望所有债权人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李俊平，电话：13783893866。

●杞县绿杞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
本金由4000万元减至100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杞县青源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
资本金由500万元减至100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许昌艾丽林业有限公司（统一
代码 91411023MA44DMXX
9A）经股东决定，注册资本由壹
仟万圆整减至伍佰万圆整，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汝阳县鑫洋牧业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副本遗失，证号：豫国税汝阳字
410326075421723号，声明作废
●宜阳县寻村镇小刘家政服务中
心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327630157524，声明作废。
●商丘小蚂蚁化妆品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1403MA3XGL1DXQ，声明作废。
●商丘市古城食品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41140371673
734-X）、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71673734-X）遗失，声明作废。
●商丘市睢阳区文中化工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证号：
41140358438945-0，声明作废。
● 通许县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经审核。
以下单位准予成立登记，现予
以公告。1.名称：通许县冯庄乡
七色花幼儿园，法人：韩姗姗
●商丘鑫达纸制品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六顺酒业商行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130
3000008252，声明作废。
●周口市陆安达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豫P7A350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74350，声明作废。
●宝丰县鑫亚达食品商行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0421
000013705，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2日出生的郑
轶可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91863，声明作废。
●2012年7月8日出生的赵俊
波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370447，声明作废。
●河南润果贸易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6
28000022174，声明作废。
●邓州市锦华厨具行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1381629197880声明作废。
●雷强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7303126179，声明作废。

●文峰区锅尚鲜火锅店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豫国税
安 文 字 3703041985031535
3801，声明作废。
●安阳高新区艳红石磨手工面馆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10592600910085，声明作废。
●安阳华韵食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豫国
税安开字:410518097059753
号，声明作废。
●平舆县同心大药房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轶塑兴盛商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永鑫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安阳营业部营业执照正本和副
本1-1（注册号410591030013
164）、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31720595-2）、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41050531720
5952）全部遗失声明作废。
●安阳嘉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59
1030016613（1-1）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客祥来餐饮有限公
司原法人杨洪国印鉴丢失，特
此声明作废。
●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白
璧超人汽车美容所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
0500MA40KLUE63，声明作废。
联系人曹泽阳13213286672
●安阳市海格美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591030015182），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4105033371985
42），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号33719854-2）,声明作废。联
系人李利丹，电话13703729194
●新乡市卫滨区豫银装饰材料经
营部国税务登记副本遗失，证号41
0721198607252515声明作废。
●河南淼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丢失，证
号：33020054-X，声明作废。

●方城县科肥养猪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322NA000704X，声明作废。
●卢氏县城关镇蓝海科技电脑
门市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224610112950，声明作废。
●武陟县丰源水果店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注册号：41082362
0106356，声明作废。
●鹤壁市龚通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4106
11000001360，声明作废。
●武陟县好妈咪育婴童生活馆营业
执照正本（410823620196897）、
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SP41082
31450017407）均遗失，声明作废。
●武陟县汉曜广告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0
823000027888，声明作废。
●临颍县宏达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
411122063839348R，声明作废。
●河南金龙面业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1
122706659309Q，声明作废。
●虞城县昊远置业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代
码：065254677，声明作废。
●洛宁县正大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赵
村药店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328000002844，声明作废。
●洛宁县正大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王
协药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328000007555，声明作废。
●河南菁源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410
328000004278，声明作废。
●周口市万通达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Z7067（证号411620080
186）、豫P3G73挂（41162008
0187）营运证均遗失，声明作废。
●西华县城关齐齐鱼锅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22621149170，声明作废。
●太康县朝华中介服务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412724099696342，声明作废。

●新蔡金色牧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 411729NA00029
5X）经股东会议决定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互强实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许晨光、
许晨杰、孙培超、杨文亮、张丽组
成，请债权人于2017年12月20
日（公司发布公告之日）起45个
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电话15639532678

河南互强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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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安志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520212081X，声明作废。
●刘桂荣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6507184106，声明作废。
●郑朝争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6301155035，声明作废。
●许国旗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6803126517，声明作废。
●宜阳县永发蜗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
0327NA000155X，声明作废。
●宜阳县玉林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注册号410327
NA000487X）副本、税务登记
证（税号410327341661720）副
本均丢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昌利运输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1411
729MA3X9QFE2H，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王松霞营业执照
（注册号411081628452785）副
本丢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治业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税务登记证（税号4128283
96630761）副本、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新蔡金色牧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周甲乐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03
2219960416611921，声明作废。
●2017年7月9日出生的孙铭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232058，声明作废。
●信阳市嘉华吉美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发票丢失，代码410017
1320，票号08925369、08925
370，声明作废。
●2013年4月5日出生的杜欣
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303367，声明作废。
●张宪仁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03
2119471030451244，声明作废。
●项城市汇通天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681000028702，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杨海建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丢失，社会信用代码：4110
2219671209065001，声明作废。

为此，我们还专门写了
《谢谢你来爱着我！》的文章，
表达感激之情。


